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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保健按摩师培训班
就业率达 100%
黄曼丽 本报记者 王少华

近年来，广东省江门市各级残联

及其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认真贯彻

落实《残疾人就业条例》，坚持以残

疾人为本，从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围绕解决残

疾人劳动生产、社会保障、生活温饱

这些民生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多层次、多形式帮助残疾人实现就

业。

目前，全市共有 1401 家用人单
位安置了残疾人就业，共安置残疾

人 2728 人 ，残 疾职 工 参保 率 达
100%。

开展就业援助
“以培训促就业”

每年根据省人社厅、省残联《关

于印发广东省就业援助月活动方

案》要求，积极开展残疾人就业援助

月活动。一是开展残疾人就业培训

状况调查。通过入户调查、电话访

谈、向残疾人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

全面了解当地残疾人的就业与职业

培训状况，为开展残疾人就业服务

提供了数据支撑。二是为残疾人就

业搭建平台。联合人社部门举办招

聘会，开设残疾人招聘专区，发动用

人单位提供岗位招聘残疾人就业。

通过市残联门户网站、建立信息平

台，发布残疾人求职信息和用人单

位用工需求信息，方便用人单位和

残疾人求职的相互对接。三是开设

残疾人就业服务窗口，为残疾人求

职登记和用人单位招聘残疾人就业

提供服务。

坚持“以培训促就业”，围绕市场

需求和残疾人的特点，着力做好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增强残疾人参与社会

的竞争力。通过采取集中办班、与社

会培训机构联合办班、送技术下乡等

培训方式，为残疾人提供免费培训，

提高残疾人参与社会就业竞争力。对

经当地残联同意后到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认可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的残疾人，其培训费可

以凭培训机构开出的发票及职业资

格证书，由当地残联给予报销 70%，
每年每人限报一次，每次报销限 500
元以内（含 500元）。

今年，江门市本级举办保健按

摩、电子商务淘宝、美甲、摄影、IYB
（改善你的企业）等培训班 9期，免费
培训残疾人 109人次，并为接受盲人
保健按摩师培训的学员分别赠送价

值 650元/台的听书机。此外，联合市
人社局共同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计

算机）竞赛，选拔、挖掘技能人才备战

第五届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改变单一模式
建立就业培训基地

江门市约有 70%的残疾人生活
在农村，各级残联在做好城镇残疾

人就业工作的同时，更加关注农村

贫困残疾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专门

成立扶持农村残疾人脱贫工作领导

小组，逐镇、逐村入户调研、实地考

察，确定扶持对象和扶持项目，对有

发展生产需求的残疾人，每人给予

3000—5000 元的资金扶持；对兴办
残疾人扶贫基地并带动 10 户以上
残疾人且每户年均收入在 1 万元以
上的，根据实际情况由市、区、镇三

级每年给予总额 1 万—5 万元的资
金扶持。

2011 年，江门市政府为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五个一”

工程规划，把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

纳入政府主要考核目标，要求“各

市、区各建立 1 个残疾人扶贫就业
培训基地”，加大力度推进残疾人就

业培训工作。各级残联以此为契机，

结合各地的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地

探索出以规模较大、效益较好、适合

残疾人就业且用工需求量较大的企

业、养殖公司、技工学校等为载体，

建立残疾人扶贫就业培训基地 8
个，并采取“定向培训、定点就业、集

中管理”的方式，让残疾人通过培

训，实现就地就业，改变过去集中在

培训机构进行培训的单一模式，增

强了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参加培训的残疾人给予“三免一

补”的扶助政策，即免培训费、伙食

费和住宿费，另有就业扶持补助津

贴。

建立远程教学点
提高就业竞争力

为推动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

展，提高残疾人的综合素质和参与

社会的竞争能力，促进残疾人就业，

市残联与江门电大共同建立中央电

大残疾人教育学院江门教学点，并

于 2004 年 2 月在深圳获得授牌，成
为获得中央电大残疾人教育学院首

批授牌的全国唯一的地级市教学

点，为全市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搭

建了学习平台。并出台了助学政策：

对参加国家承认学历（大专以上）全

日制高等教育以及函授、电大、远程

教育、自学考试教育、研究生教育的

残疾人，单科考试成绩及格，累计通

过五门课程考试的可以申请助学补

贴一次，每次资助 1000 元，总资助
额：大专 3000元、本科 4000元、研
究生 5000 元，补助资金由当地残联
在专项资金中安排。被中央电大残

疾人教育学院授予“优秀合作单位”

和“优秀教学点”荣誉称号。

江门市各级残联还积极发挥新

闻媒介作用，通过电台、电视台、报

社，广泛报道有关残疾人就业的政

策法规及残疾人就业的工作动向；

采取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的形式，加

大残疾人就业政策法规宣传力度；

召开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表

彰大会，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弘扬

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进一步

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的持续、稳定

和健康发展。

“十二五”以来，全市举办残疾

人专场供需洽谈会 18 场，成功就业
213 人；接受残疾人求职登记 1612
人次，成功推荐残疾人就业 1145
人；对 48 家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的用人单位给予社会保险费资助，

资助金额共 39.4 万元；举办各类职
业技能培训 57 期，免费培训残疾人
1223 名次；举办种养殖业培训 39
期，免费培训残疾人 1604 人次；帮
助 147名残疾人圆大学梦。其中，69
名残疾人学生取得了大专文凭，15
名取得本科文凭；投入 317.5 万元扶
持 699 户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和自
主创业；投入 339 万元用于建立残
疾人扶贫就业培训基地和残疾人岗

前、产前实用技术培训，共举办培训

班 32 期，培训残疾人 1282 名，818
名残疾人实现就业或从业。成功举

办两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选拔、

推荐优秀残疾人技能人才参加全

省、全国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

赛。分别取得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

竞赛第一名 2 个、第二名 1 个；全省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 3 个、
第二名 2 个，连续两届获得广东省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

2011年 9 月，卢家更代表国家参加
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的摄影比赛，并

一举夺得室外摄影项目冠军，是中

国 6名金牌得主之一，实现了省、市
在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史上金

牌成绩“零的突破”。

一个仅有 1100名员工的福利企
业，其中残疾人员工就有 600 多，超
过国家规定的一倍；同时从 2010年
开始，一直资助着 1000 名丧失劳动
能力的贫困重度残疾人。这个被社会

各界广泛赞誉的企业，就是深圳市科

潮达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国最大最

优之一的残疾人就业基地，以此基地

为示范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了解残疾

人并参与到残疾人就业的事业中

来。”董事长林卢贤对记者表示。

深圳市科潮达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潮达”）是一家拥有中国自

主品牌的专业手机制造企业，产品销

往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2012年度，
公司销售额达到 10亿元人民币。

一个都不放弃

阿辉（化名）是一名聋哑人，今年

5月份进入科潮达，经过培训后安排
到生产线上工作。因为聋哑人的想法

与正常人差异很大，生产线上的领导

与他多次沟通，并且换了几个岗位，

这个小伙子都不适应，工作总是跟不

上别人的节奏。于是，领导就把这名

员工存在的问题上报给公司办公室。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就找

这个小伙子谈心。办公室人员经过一

番“写字交流”，知道他很想要现在的

工作机会，只是因为生活习惯、工作

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一时还没能适应

时，就对他进行开导，并安排他换一

个地方重新试岗。经过这一调整，小

伙子的表现正常了，并且在升级线岗

位上干得很好。

在生产一线当中，员工和管理人

员经常会发生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

盾，科潮达公司开展了换位思考沟通

技巧———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即想

人所想，理解至上的一种处理人际关

系的思考方式，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

解、信任。沟通时让管理者站在员工

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同样，又让员工

站在管理者的位置去思考问题，大家

都互相宽容、理解，多站在别人的角

度上思考，经过一系列的沟通，有效

化解了很多矛盾。对所有招聘的残疾

员工，跟其他健全员工一样，只要工

作认真、表现好，有一定管理能力，公

司都会给予平等的升职机会。现在科

潮达每个生产线上都有残疾人管理

人员，目前最高的职位是生产厂长、

人事部经理和设计部主管。

一个幸福家园

科潮达十分注重残疾人员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根据他们不同的文化

背景、学历、特殊的心理及生理状况，

与深圳市残联合作，不定期邀请讲师

团在工作业余时间为残疾人员工安

排了情绪控制、如何有效沟通、安全

生产等方面的培训讲座和课程。同

时，深圳市妇联“阳光女工”服务点驻

扎科潮达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培训。

科潮达公司也很注重丰富员工

的娱乐生活。公司专门成立了“科潮

达轮椅舞队”，经常代表公司去参加

表演，传递着身残志不残的精神，感

动了无数观众；聋哑人成立了“手语

舞队”，一首《感恩的心》让无数人落

下了眼泪，虽然他们活在无声的世界

里，但是在科潮达他们生活得阳光灿

烂，充满欢笑。

有这样一对残疾夫妻，丈夫黄剑毅，来自江门台山，自幼

聋哑，文化不高但会阅读和写字，性格孤僻，老实勤快。由江门

市残联介绍，便安排到一家公司橡胶磁制造部开冲床。冲床这

个工种，是独立操作的一种机械式工种，就是将需要的模具形

状安排在冲头上，通过机械冲击力将原来成片状的磁片压出

需要的形状。但冲击力带来的规律性声音常常让普通人难受，

如果几台机器同时开，会产生不小的噪音。但是恰恰聋哑人操

作，就很好地避免了这种情况，所以黄剑毅很快就适应了工作

环境，而且他工作效率高，每月工资能拿到 3000元左右。不
久，他将妻子也带来公司工作，他妻子从未上过学，刚入职时

完全不会认字和手语，只能用手势比划。经过近 7年的工作，
现在已学会了基本的手语和简单的字，可以正常沟通。这对残

疾夫妻在公司里见人就笑着打招呼，生活得很是开心！

让黄剑毅夫妻开心工作的企业，就是广东江粉磁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粉磁材”）。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冯颖告诉记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要我们正视残疾人，巧

用残疾人，他们完全可以和我们健全人一样为社会创造财富。

在某些方面或领域，甚至做得更好更久！

配置合适岗位

江粉磁材的前身为江门市粉末冶金厂，成立于 1975年，
1994年转制为集体股份公司，2011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是
目前国内最大的铁氧体磁性材料元件制造商之一。主要产品

为铁氧体永磁元件、铁氧体软磁元件，是下游电机、电子变压

器产品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汽车、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家

用电器、电动工具、电动玩具、LED等行业。该公司现有员工
2190人，其中残疾人员工 35人，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超过国
家规定，其中听力残疾 20人、肢体残疾 6人、智力残疾 6人、
精神残疾 3人。

江粉磁材把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作为承担社会责任、

帮助残疾人家庭、健全残疾人人格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公

司对超出比例的，只要能自食其力，能适应工作环境的残疾人

也都给予接收，而且在工作中和生活上尽所能的给予帮助，让

他们能独立成长、学会面对并解决问题，学会感恩社会、感恩

他人。同时，根据残疾人实际的残疾情况及结合公司各岗位的

基本工作要求对残疾人进行合适配置。例如：听力残疾的，会

安排能独立操作，与人配合相对较少的岗位；肢体残疾的，会

安排坐着操作或不需双手灵活的岗位；智力残疾的，会安排一

些不需要动脑、相对简单的岗位等等。而这些残疾人当中，除

了公司原有的 4位残疾人外，工作最长时间的已达 12年，10
年以上的也有 8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为 2500元，其中宋锦培，
2003年入职，2013年平均工资为 3795元；黄启康，2010年入
职，2013年的工平均工资 3074元；而且虽然他们大多是生产
一线工人，但由于每个人都在合适的岗位上实现自身的价值，

所以他们生活得很开心。这也是这么多残疾人员工愿意留在

这里工作的重要原因。

注重人文关怀

江粉磁材一直秉承以人为本、人本关怀的管理理念，特别

是对待残疾人员工。首先公司会根据残疾人的劳动能力、身体

状况，不安排他们上夜班；并尽量安排体力或脑力劳动较轻

的、适合他们工作的岗位；且由有资深工作经验的员工通过一

对一的方式带领残疾人员工学习工作内容，进入工作状态；不

定期不同形式地对他们做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每年组

织残疾职工做一次全面的身体健康检查；不定期组织座谈会、

带领他们参加公司级别的文艺晚会。最重要的是，会在每一个

有残疾人员工的车间安排专人负责残疾人工作生活上需要沟

通、协调的事务，公司人力资源部也有专人负责，具体到工资

的计算、住宿的要求，生活的困难、家庭、朋友间的矛盾等极为

细致的事情，都帮助处理，目的就是为了给员工特别是残疾人

员工营造一个安居乐业且幸福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希望员

工感受到最大的快乐。

近年来，江粉磁材多次获得江门市“安排残疾人就业

先进单位”等荣誉。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未来将

会继续招收适合的残疾人，为国家、为社会、为困难家庭

减轻负担。并积极开展残疾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

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并利用空闲时间，增加残疾职工

学习机会，学习新机器操作、学习新本领、新方法，不断提

高自身素质，做到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企业与员工共发

展。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深圳科潮达：残疾人员工超法定人数一倍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江粉磁材：
巧用残疾人员工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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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潮达公司残疾人员工在一丝不苟地工作

多名残疾人在江门市恩平残疾人扶贫就业培训基地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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